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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年泰国华侨反对强迫教育运动
的历史考察 *

刘春玉　刘维一
（成都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6）

摘　要：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泰两国民族意识觉醒，教育成为塑造泰国华侨民族认同的重要手段。语言是族

群认同的核心要素，中泰两国就华侨教育的争夺集中体现在语言上。泰国政府在华侨学校推行泰语教育，通过

语言塑造华侨对于泰国主体民族的认同，引发华侨社会大规模的反对运动。国民政府则推广国语教育，旨在通

过国语普及构建统一的、认同中华民族的华侨社会。本文以 1933 年泰国华侨反对强迫教育运动为考察视角，

分析中泰两国如何通过语言教育来塑造华侨的民族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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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依据泰国当时的国籍法，凡是符合以下五种情况之一者，即属泰国人：一、生时父为泰国人者，二、父无可考，母为泰国人者，三、

生于泰国境内者，四、夫为泰国人之外国人者，五、外国人以归化取得泰国国籍者。据此规定，泰国华侨国籍上多属于泰国国民。

资料来源：陈其文编译：《中暹国籍法规汇编》，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年。

②　国民政府 1929 年《国籍法》规定，符合以下四种情况之一者，为中华民国国民：一、生时父为中国人者，二、生于父死后，其父死时，

为中国人者，三、父无可考，或无国籍，其母为中国人者，四、生于中国地，父母均无可考，或均无国籍者。资料来源：《国籍法及国

籍法施行条例》，《 行政院公报》1929 年第 21 期。

·南方丝绸之路·

引言

1933 年，泰国华侨教育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因

泰国教育部实施强迫教育条例，引起了泰国华侨大规

模的反对运动，运动聚焦于反对泰国教育部强迫华侨

学校施行泰语教育。这场运动像一面镜子折射出 20

世纪上半叶中泰两国政府在华侨语言教育上的争夺。

泰国当时的国籍法采用“血统与出生地平行主义”，

依据其国籍法①，华侨子弟多属泰国国民，泰国政府

将华侨子弟纳入强迫教育实施范围。通过强迫泰语

教育，促使华侨子弟认同于泰国的语言、文化，进而认

同于民族、国家。南京国民政府的国籍法则采用“血

统主义”，依据 1929 年的国籍法，②华侨仍属中华民国

国民，华侨教育属于国民政府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南

京国民政府在华侨学校推行国语教育，通过普及国语

构建统一的华侨社会，培养华侨认同于中华民族。20

世纪上半叶中泰两国民族意识觉醒，民族主义思潮盛

行，教育成为塑造泰国华侨民族认同的重要途径。语

言因其在构建民族认同中的重要作用受到重视，中泰

两国在华侨的语言教育上展开较量。

一、20 世纪上半叶泰国华侨教育与中泰两国民

族意识觉醒

20 世纪以前，泰国的华侨教育大体类似国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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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塾，内容以“三、百、千”和“四书五经”为主，主

要培养华侨子弟学习中国的语言和传统文化。19 世

纪末 20 世纪初，由于华侨庞大的社会群体和雄厚的

经济实力，革命党人和保皇党人纷纷奔赴华侨聚居地

宣传各种政治主张。为争取华侨对革命的支持，孙中

山四次前往泰国进行革命活动，创办同盟会泰国分

会、中华会所，创办书报社、报馆，发表演说、宣传革命

思想，为革命募捐。1909 年中华会所创办华益学堂，

同年保皇党人创办中华学堂，开启了泰国现代意义上

华侨学校之滥觞。之后受革命思潮影响泰国华侨各

属会馆纷纷开办华侨学校，至 1933 年泰国华侨学校

数量达到 271 所。①这一时期泰国华侨学校的成长和

华侨民族意识的觉醒相辅相成，各属华侨开始打破因

地缘、业缘形成的帮派之分，逐渐走向一个融合的华

侨社会。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一个名义上统一的

中国成为当时华侨心目中祖国形象的寄托。国民政

府重视华侨教育，补助华校经费、培养华校师资、编印

华校教材、鼓励侨生回国深造；由国民政府教育部、

侨务委员会、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海外各级党部具体

负责华校事宜。由于华侨多出自东南沿海省份，广东、

福建等省也设置有负责华侨教育的部门。华侨民族

意识高涨，在泰国华侨社会中开始出现“效忠于谁”

的问题，引发泰国政府对于华侨民族意识归属问题的

担心，为以后泰国政府加紧管控直至查封华侨学校埋

下伏笔。

1910 年拉玛六世继位，在泰国民众中广泛宣扬

“民族、君主、宗教”三位一体的民族主义思想，要求

国民热爱泰族、忠于国王、崇敬小乘佛教。他以狭隘

的民族主义眼光看待泰国华侨，认为华侨会对泰国政

治经济稳定造成潜在威胁，推出了一些旨在打压华侨

的政策与措施，彻底改变了泰国王室数百年来优待华

侨的历史，打开了泰国统治阶级排华思想的“潘多拉

盒子”。②拉玛六世的排华措施中针对华侨教育的有

《强迫教育条例》和《民校管理条例》，这两项法律文

件规定华侨子弟必须接受泰语教育，华校教师须通过

泰语程度考试，不得在华校传播三民主义等。虽然拉

玛六世在位期间并没有严格执行这两项文件，但是为

后来泰国政府排华政策的进一步发展拉开了序幕。

1932 年人民党发动政变以后，改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

立宪制，人民党延续了拉玛六世的排华思想，限制华

侨的政治经济权利，压制中华文化在泰国传播。1933

年泰国教育部规定自当年 4 月 1 日起，严格实施《强

迫教育条例》，要求华侨学校每周须授泰语 25 小时。

此举激起了华侨学校的强烈反对，引发了华侨社会大

规模的反对强迫教育运动。1935 年，泰国教育部以

施行“十年教育计划”为由，规定华侨中小学校自当

年 4 月 1 日起一律停办。消息传到国内，舆情汹涌，

社会各界纷纷致电国民政府敦促其采取措施、保护华

侨。在国民政府暗中支持下，沿海各省市出现了联合

抵制泰米的行为。

为弥合两国日渐紧张的关系，中泰两国派出考察

团沟通磋商，情势稍有缓和。在两国关系紧张与缓和

的夹缝之中，华侨教育颠簸前行，发展壮大。到 1938

年，泰国华侨学校数量达到 293 所，教师 492 人，学生

16711 人。③ 1938 年 12 月，亲日的披汶·颂堪第一次

执政，在日本的支持下，披汶政府推行泛泰主义的民族

意识。作为一种泛民族主义理论，泛泰主义不顾泰国

为多民族共存，存在复杂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

的事实，强行推行民族同化政策，以确立和强化泰族的

主体地位。在华侨教育方面，表现为查封华侨学校，切

断华侨与祖国文化的联系，实现对华人泰化的教育政

策。至 1940 年 6 月，泰国当局查封了 242 所华校，另

外 51 所为避免强行查封自动停办，至此全泰 293 所华

①　赵惠霞、秦娟：《泰国华文教育发展演变及影响》《东南传播》2019 年第 10 期，第 66 页。

②　[ 泰 ] 黄瑞国：《拉玛六世的民族主义与排华思想及其影响》，《南洋问题研究》2008 年第 2 期，第 72 页。

③　李谋：《泰国华文教育的现状与前瞻》，《南洋问题研究》2005 年第 3 期，第 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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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荡然无存。①华侨教育陷于停滞，至 1944 年 7 月，

因日军溃败，披汶政府倒台，华侨教育迎来发展的新契

机。1946 年中泰签订《中暹友好条约》，正式建立外

交关系。条约明确了华侨受教育之自由，不仅被查封

的华校逐渐复苏，新诞生的社团和工会还创办了新的

华校，华侨学校迎来短暂的发展高潮。1947 年底，泰

国共有华侨学校 426 所，学生 6 万多人。② 1948 年 4

月披汶·颂堪第二次执政，他延续了之前的排华政策，

严厉管控华校，禁止新办华校，并逐渐减少华校数量，

最终只保留 152 所。华校发展再次遭受重创限于沉寂，

直至上世纪 70 年代，新中国和泰国正式建立外交关

系，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华文教育逐渐迎来发展的转机。

二、1933 年泰国华侨反对强迫教育运动与中泰

政府的应对

华侨学校是建构华侨认同的重要场所，是中泰两

国争夺华侨民族认同的舞台。1933 年泰国政府着手

实施强迫教育，要求华人子弟年龄在十至十四岁之间

者应受泰国强迫教育条例的限制，每周须读泰语 25

小时。该规定只针对华侨子弟而其他外侨子弟却免

受强迫教育限制 , 彰显了泰国政府视华侨为威胁，从

语言入手实施积极同化政策的意图。针对这一规定，

泰国华侨学校和其他团体在中华总商会和曼谷学会

的领导下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对强迫教育运动。运动

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部分接受强迫教育，反对

运动以减少泰语教学时数、相应增加华文时数为目

的；第二阶段转而完全拒绝强迫教育。其经过如下：

1933 年 1 月 6 日中华总商会召集华侨学校代表

开会商讨反对实施强迫教育，到会者共一百余人，计

有 55 所学校代表、4 家华文报馆记者和中华总商会

执监委员。1 月 6 日华校代表大会以及之后的三次

华校代表大会执委会会议商议结果为向泰国教育部

请愿，请求华校每周教授泰语 15 小时，其余时间教

授华文。请愿书于 1 月 24 日呈送泰国教育部，2 月 3

日泰国教育部回复：所呈各节，因法律关系，未能照

办。请愿未能达到预期效果，部分代表对中华总商会

和华校代表大会执委会感到不满，认为应完全拒绝强

迫教育。曼谷学会为拒绝强迫教育的坚定支持者，此

时加入到反对运动。华侨学校第二次代表大会因参

会人数不足而流产。

2 月 6 日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第三次代表大

会一改先前部分接受强迫教育，转而完全拒绝。泰国

教育部因担心激发大规模的反对运动，遂提出部分妥

协的方案，将泰语授课时数减少至每周 21 小时 15 分

钟。华校代表大会未接受妥协方案，重组执委会，并

决定向泰国人民议会请愿。重组后的执委会积极推

进工作：订定宣传大纲，由教员向学生讲演强迫教育

不应实施于华侨的理由，再由学生向亲友宣传；同时

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求援，国民政府明令中华总商会

“据理反对”，后商会迫于国民政府压力召集华侨各团

体代表大会商议办法。

华侨学校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 3 月 3 日举行，

会议通过请愿呈文，拒绝强迫教育；会议决定由全体

华校教职工、男女学生、团体代表参与请愿；请愿书

除各学校、学生家长签名外，各团体、商店联名以增加

力量；同时还安排童军维持请愿秩序，派定看护、聘

请医生担任请愿救护。3 月 5 日中华总商会召集华

侨各团体代表大会，代表百余人，来自于 18 个团体、

47 所华校和 4 家报馆。会议决定按照华校代表大会

决议请愿，每商号派代表一人参与请愿。

泰国政府注意到请愿活动已从华侨教育界蔓延

到整个华侨社会，随即推出了一系列的高压政策，阻

止请愿：一、警告总商会不要参与非商务方面的事宜；

二、警告华校代表大会执委会、各校校长、曼谷学会不

要带领学生集队请愿，不要私自集会；三、国务院拟

①　周南京主编：《华人华侨百科全书》教育科技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 年，第 278 页。

②　赵惠霞、秦娟：《泰国华文教育发展演变及影响》，《东南传播》2019 年第 10 期，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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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请愿办法，请愿只准派一二人为全权代表；四、

警告华校教员不得怂恿学生及家长参加反抗运动。

华侨团体代表大会执委会在泰国政府的高压之下退

缩，搁置代表大会议决案，大幅修改请愿呈文。3 月

27 日各团体派代表前往请愿，呈文交人民议会收发

处，呈文签名代表计 9 人。15 日后泰国政府答复“碍

难照准”。泰国华侨社会反对强迫教育运动告终。①

泰国华侨反对强迫教育运动是一场声势浩大的

以民间力量对抗政府压迫的运动，尽管虎头蛇尾，却

大范围地动员了泰国华侨社会的力量。当时的请愿

人数为：各行当商人 332 名；华侨学校学生家长 6137

名，其中曼谷计有 23 所华校，2581 名学生家长签名，

其余各地计有 40 所华校，3556 名学生家长签名。②

彰显泰国华侨反对强迫教育之决心，反映出部分华侨

对祖国的认同。泰国华侨的民族主义思潮在中日战

争爆发后促使他们捐资输力，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总商会代表的商人阶层和曼谷学会代表的

知识分子阶层在运动中展现了保守和激进两种不同

的属性。华侨在泰国经商的传统久远，与泰国国民经

济密不可分，商人阶层也支持请愿、支持华侨教育，却

不愿采取暴力流血的方式，反映出这一阶层认同的模

糊性，即他们不是简单的认同于国民政府或是泰国政

府；他们在认同的选择上是保守的，是有所取舍的。

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成长于民族主义正在形成

的中国以及泰国华人社会，在民族认同上更倾向于中

国，因而在反抗泰国同化政策方面表现更为激进。在

反对强迫教育运动中，琼侨公立育民学校自动向泰国

教育部注册并遵行强迫教育要求。育民学校此举，联

系到上文请愿人数以及同时期华侨华校数量 , ③反映

出泰国华侨在认同问题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针对华侨反对强迫教育的运动，泰国一方面在国

内严厉镇压，另一方面又派出考察团来华考察，做出

尚有转圜余地的姿态。考察团团长为教育部秘书彼

耶伟雪，1933 年 4 月 21 日从曼谷启程，5 月 13 日抵

达上海，15 日参观上海暨南大学。在校长郑洪年举

行的欢迎宴会上，彼耶伟雪说：“此次来华，自香港、

广州行抵上海，沿途所见所闻，印象甚佳。而教育方

面，尤为进步。就以今天参观的贵校而论，各种设施，

在暹罗任何一个学校中，莫能比肩。”“兄弟回国至暹

罗后，当将所得的良好印象报告蔽国政府，希望能够

增加华校习读华文的时间，减少暹文的讲授。”④而

此后事态的发展表明泰国并无意于放松对华侨教育

的管控，1935 年，泰国教育部以施行 “十年教育计划”

为由，规定华侨中小学自 4 月 1 日起一律停办。消息

传到国内，舆情激昂，上海、广东、广西等地的民众和

米商在国民政府明里暗里的支持下开始抵制泰米；

国民政府外交部派驻日公使蒋作宾与泰国驻日公使

提出交涉，“迅速交涉，成立中暹条约，发生正式邦交，

俾便根本解决旅暹侨民痛苦”⑤。

为弥合两国紧张的关系，泰国再一次派出考察

团访华。1935 年 6 月 5 日，泰国远东考察团抵达南

京，前往上海、广东考察。期间，考察团就排华问题、

中泰建交、互设领事等与国民政府进行交流。作为对

①　泰国华侨反对强迫教育的经过，其资料来源于黄澄官所写《暹罗华侨反对暹罗强迫教育之经过：附表》，发表于《中华教育界》

1934 年第 22 卷第 2 期，第 67-78 页。黄澄官本人为此次运动的亲历者，依据其所见所闻，并综合当时泰国华文报纸对这次运动

的报道，撰写了这篇文章。

②　黄澄官：《暹罗华侨反对暹罗强迫教育之经过：附表》，《中华教育界》1934 年第 22 卷第 2 期，第 67-78 页。

③　这一时期泰国华侨学校的数量为 271 所（见前文）；根据 1930 年《中央侨务月刊》上刊登的暹罗华侨人数数据，华侨自统计人

数在 180 万至 250 万之间（“暹罗华侨人数之统计”，《中央侨务月刊》，1930 年第 5、6 期，第 1 页）。有关泰国华侨人数的统计一

直没有较为统一的说法，但不管哪一种说法，该时期泰国华侨数量均在百万以上。

④　陈刚父：《暹罗教育代表团来华感言》，《南洋情报》1933 年第二卷第 2 期。转引自余定邦、陈树森： 《中泰关系史》，北京：中华书局，

2009 年，第 260 页。

⑤　外部电蒋作宾，《催订中暹条约》，《申报》，1934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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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远东考察团来华考察的回应，国民政府行政院于

1935 年秋筹组考察团，于 1936 年 5 月 26 日赴泰考察。

考察团的使命，一为回访泰国、谋建邦交，二为告知侨

胞，开辟国货之海外市场。①考察团赴泰后受到泰国

国王、摄政委员会主席、国务院长、议会议长的接见，

并会见了外交部的官员。国民政府做了外交上必要

的努力，争取中泰建交，设领护侨。中泰两国通过互

派考察队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沟通，然而在缓和华侨

教育问题上收效甚微。泰国排华思潮一路高涨，有着

更深层次的原因。30 年代后期，泰国国内泛泰主义

思想盛行，泰国企图统一相邻各国境内的傣泰民族，对

国民政府提出了领土要求，出现国家利益冲突。亲日

是泰国排华的另一个原因，随着亲日的披汶·颂堪上

台主政，日泰结盟，在日本的煽动下，泰国加紧对华侨

学校的管控，查封华侨学校，以达到教育同化之目的。

三、泰国的语言教育政策

强迫教育的核心内容是泰语学习，华侨子弟每

周须读泰语 25 小时。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符号，是民

族文化身份建构的基础；不仅传播民族文化，还肩负

着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使命。泰国是一个多民族的

国家，自拉玛五世执政以来，泰国就致力于用中部泰

语作为单一语言对民众进行教育，对汉语和马来语长

期施行压制政策。泰国强迫华侨子弟修习泰语，通过

对泰语语言和文化的学习加速华侨和泰国社会的融

合过程；同时减少汉语的学习时间，防止中华文化和

思想的传播对融合过程产生逆向作用力。“泰国施行

的单一民族语言政策属于一种同化政策，即通过强制

性地推行泰语这一种语言文化，限制、排斥和消除其

他语言文化，促进各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的融合和各

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从而保证国家的统一、稳定和发

展。”②在这一语言政策的指导下，泰语成为泰国政府

同化境内少数民族和华侨的重要武器，迫使他们放弃

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同化于主流泰族社会。

由于强烈的故土观念和宗亲意识，华侨普遍认同

中华文化。王赓武认为这种文化认同是“历史”的

认同、回顾性的认同：

他们知道他们的家系，他们在中国的原籍（他们

的原籍贯通常决定语言群体，或我们今天所说的次种

族群体，如福建人、广东人、客家人、海南人等），以及他

们同中国国内或东南亚各地其他华人的联系。这些因

素造就出某种情操核心。由于中国过去的历史，由于

某种抽象的对中国文明“伟大传统”的自豪，这种核

心可能受到加固，得到扩大。这种文明传统就产生一

种可以称之为“历史”的认同。这种认同之所以称为

“历史”认同是它强调传统的家庭价值、氏族起源和对

次种族的忠诚以及代表华族光荣历史的象征。这一切

都有助于维持华人性。③

20 世纪上半叶，华侨这种对于中华语言、历史、

文化的认同在世界民族主义浪潮和中国辛亥革命的

影响下演化成为一种民族主义的认同，它是民族认同

的基石。泰国政府强迫华侨子弟接受泰语教育既削

弱了华侨的中华文化传统，即王赓武所谓之“华人

性”，间接地又使华侨的民族意识无所依托。失去“华

人性”的华侨即失去了其典型的文化特征，更易于融

入主流社会，同化于泰族。

除强行要求华校学生泰语学习时间外，泰国教育

部还要求华校校长、教员必须通过泰语程度考试。华

校师资本就匮乏，国民政府出台政策鼓励教员执教于

南洋，办理侨民师范学校培养华校师资。但是泰国教

育部要求的教员泰语程度考试使得华校师资面临更

大挑战。因无法通过泰语程度考试，1935 年的侨师

班中只有一位学员因本是泰国华侨得以通过考试外，

①　《三国货团体昨午欢宴赴暹考察团》，《申报》，1936 年 5 月 23 日。

②　谭晓健：《19 世纪中叶以来泰国语言教育政策嬗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育与研究版）》2015 年第 1 期，第 72 页。

③　[ 澳 ] 王赓武：《东南亚华人认同问题研究》，《南洋资料译从》1986 年第 4 期，第 93 页。

④　卢卓辛：《暹罗华侨教育改革方案》，《侨务月报》1935 年第 2 卷第 2、3 期，第 57-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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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人员均无法执教于泰国华校。④一些华校因缺乏

师资而关闭，另外一些华校不得不聘用泰国人担任校

长、教员。鉴于此种情况，西南政务委员萧佛成建议，

在国立和省立学校开设泰语课程，为泰国华校培养师

资。萧佛成生于泰国，长期在中泰两国活动，他对泰

国的华侨和华侨学校有下面五点认识和建议：一、土

生华侨因与祖国文化隔膜，同化于泰国的程度高；二、

华侨教育旨在搭建华侨子弟与祖国之间的文化桥梁，

培养华侨子弟对祖国的文化认同；三、为扼制华校发

展，泰国政府要求华校教员通过泰语程度考试，华校

出现大面积的师资短缺；四、国民政府拟专门培养泰

语人才，派往泰国华校任职；五、国民政府拟资助青

年赴泰留学，渗透泰国各界，推广中华文化。①可见，

近代泰国华侨教育始终承担着文化认同的使命，泰国

秉持积极同化政策，强迫华侨子弟接受泰语教育，要

求华校教员通过泰语程度考试，沉重打击了华侨教育

的发展。泰国政府这一系列的举措旨在切断华侨与

祖国文化上的联系，加速华侨同化于泰国的进程。

四、国民政府推行国语教育

1902 年，受明治维新推行国语（东京话）的影响，

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向管学大臣张百熙写信，

主张在学校教育中推行以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这是

“国语”一词被首次提及。从其肇始之初“国语”就

与民族国家统一联系在一起；国语运动以普及教育、

弥补方言造成的文化隔膜、挽救国家于危亡为目的。

“国语运动涵盖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两个方面，言文

一致在于使知识能够普及到一般民众，通过现代新型

国民的塑造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而国语统一试图

通过造就一种全民通用的语言以达到团结国人之目

的，借助语言共同体的形成以强化民族共同体的语言

认同，从而进一步巩固民族国家的统一。”②古代中国

是一个乡土社会，两千多年的封建体制使得乡民被束

缚于土地，滋生出强烈的血缘和宗亲观念；乡土意识

浓厚，国家观念淡薄。这种囿于本乡本土的情结因为

方言的千差万别得以强化，难以形成一种共同的文化

情感。国语的统一旨在通过共同的语言衍生出文化

上的认同，进而促进民族国家的统一。1926年1月3日，

全国国语运动在《申报》上打出口号为“有统一的语

言，才有统一的国家”，可谓对国语运动的经典诠释。

我国海外侨民多出自沿海省份，这些地区方言差

异大，同一方言区的风俗大同小异；侨民因身处异域

往往抱团而居，对操持同一种方言的人有一种天然的

亲近感，在华侨社会中形成以方言划分的小团体。这

样的团体除操持同样的方言外，通常还有血缘、地缘

上的联系；因为互相帮助，往往还从事同样的行业谋

生。血缘、地缘和业缘上的关系加强了团体内部的紧

密性，滋生出对外的排斥性。20 世纪前泰国的华侨

社会以方言为基础分成了潮州帮、福建帮、广肇帮、客

家帮、海南帮五大集团。“在这些方言集团之间，缺乏

横向的团结，各种组织，如秘密会社，都是直线关系，

且在华人内部树立分裂的势力。庙宇是华人内部分

开而不是统一的象征，每个语系集团供奉自己的神

明；在各大市镇中，没有哪个华人组织能够包括整个

华人群体。”③针对这种华侨社会内部的割裂，普及国

语成为大势所趋。华侨学校成为推广国语的重要场

所。1920 年，教育部规定初小“语文”科改为“国语”

科；1923 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制定《中小学各科课程

纲要》，规定初中、高中的“语文”科亦改为“国语”科。

1935 年“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成立，专门从事

国语普及工作。

1929 年 6 月南洋华侨教育会议在上海暨南大学

召开，新加坡道南学校提出议案：国语是团结民族和

①　广东省档案馆、广州华侨志编委会：《华侨与侨务史料选编》第二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408-409 页。

②　刘进才：《国语运动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人文杂志》2010 年第 4 期，第 93 页。

③　罗杨：《历史深度中的‘华人问题’——以施坚雅〈泰国华人社会：历史的分析〉为例》，《海交史研究》2014 年第 1 期，第 1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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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国家的基础，尤其是南洋华侨社会，因方言复杂，

华侨社会诸多隔阂；凡事对内不能通诚合作，对外不

能团结一致。道南学校提案的解决办法是：第一、教

育部应派国语专才到南洋各埠筹设国语学校，以造就

国语人才，并广为宣传；第二、南洋各埠华校须添设

夜校，教授国语以期普及；第三、国语教材应以教育

部审定为标准。①道南学校的提案表明普及国语不

只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运动。作为海外华校，它们清楚

方言教育对于华侨社会造成的割裂，统一国语有助于

弥合这一割裂，建立华侨社会共同的语言文化基础。

1932 年 12 月，侨务委员会颁布了《侨民学校应一律

改用国语教授令》，通令华侨学校使用国语进行教学，

并鼓励举办国语演说会、辩论会等。此后国民政府颁

行的《侨民教育实施纲要》《侨民中小学规程》等一

再重申国语教学的要求。国语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

便利了泰国华侨各属帮派之间的横向联合，促成了华

侨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华侨民族意识的觉醒。而觉

醒的民族主义又促进了国语的普及和华侨社会的融

合，以对抗泰国政府强迫的泰语教育。

语言是族群认同的核心要素。它具有强烈的文

化属性，不仅是族群内部的社交工具，还是传承族群

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的文化属性使其成为民族文

化的重要成果和标志，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形

式。② 1933 年泰国华侨反对强迫教育运动本质上就

是国民政府支持下的华侨团体、华侨学校与泰国政府

对于华侨族群认同的争夺。几个世纪以来，泰国华侨

学校教授华语，使用华语作为媒介语言，这样的方式

有助于维持华侨社会的“华人性”。20 世纪上半叶

中泰两国民族意识觉醒，在这一背景下，语言作为族

群认同的核心要素受到重视。泰国政府要求提高华

侨学生修习泰语的时数，力图构建华侨子弟对于泰族

文化的认同；而国民政府推行国语教育，则是意识到

了方言教育对于华侨社会造成的隔阂，旨在通过语言

的统一来弥补这一隔阂，促成统一的、心向中华的华

侨社会。语言成为中泰两国争夺华侨民族认同的重

要手段。

五、余论

早期的华侨教育源于华侨为了在侨居地谋得生

存和发展，必须学习当地的语言文化、学习做生意和

记账、学习其他的生存技能，往往通过家庭教育或师

徒教育来实现，没有固定的场所和教学形式。随着华

侨人数增长，他们因血缘、地缘聚族而居，形成小型的

华侨社会。由于华人强烈的宗族与故土情结，对知识

和知识分子的敬畏，催生出对传授中华文化的需求。

某一家族或宗亲、乡亲组织聘请流寓海外的旧式文

人，常以祠堂或会馆为场地教授三字经、百家姓、四书

五经等中华文化。这类教育主要的起到维系故土观

念及文化传承目的，与政治意识无涉。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社会的现代性思潮冲

击亚洲各国，引起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

上的广泛变革。华侨社会较早地感知到了这一思潮，

在教育上表现为创办新式学校，旧式的私塾、书院教

育开始现代主义转向，不仅传授科学知识，还要培养

华侨的民族意识。海外华侨成长为中国民族民主革

命一支重要的进步力量。国民政府重视华侨事务，扶

植华侨教育，在华侨学校推行国语教育，塑造华侨的

民族意识，培养华侨认同于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由

于国民政府和东南亚各国在国籍法上采行不同的原

则，华侨多具有双重国籍。华侨在民族意识上对中

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引发侨居国政府的高度警

惕。泰国一改长期以来优待华侨的历史，颁布了一系

列的排华政策，不仅在入境上严格控制华人数量，对

于境内华侨严厉实施同化政策，在教育上表现为推行

泰语教育、禁止传播三民主义、监控华校的日常运转，

①　陈国华：《先驱者的脚印——海外华人教育三百年》，Toronto: Royal Kingsway Inc., 1992 年，第 227 页。

②　王锋：《论语言在族群认同中的地位和表现形式》，《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4 期，第 72-74 页。



刘春玉　刘维一：1933 年泰国华侨反对强迫教育运动的历史考察

122

2022 年第 4 期

逮捕、拘押、遣返违规教员，查封违规华校。尤其是在

20 世纪 30 至 40 年代，由于泰日关系亲密并最终结盟，

泰国国内的排华思潮更加严峻，华侨教育陷于停顿。

1933 年泰国华侨反对强迫教育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

景下发生的。该运动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关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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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witnessed the awakening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both 

in China and Thailand, and education became an important means of shaping the ethnic identity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Thailand. As the core element of ethnic identity, language turned out to be the focus of the struggle between China and 

Thailand on the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The Thai government promoted Thai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ese schools, 

intending to forge the Chinese identity in the dominant Thai ethnic group through language, which triggered a massive 

opposition movement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n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promoted Mandarin 

education, aiming to build a unified Chinese community that identified with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ndarin. This paper takes the 1933 Thai Chinese movement against forced education as a perspective to analyze how 

the Chinese and Thai countries shaped the ethnic consciousness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through languag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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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还是泰语的语言之争，实质上是对华侨民族国家

认同的争夺，是中泰两国国家利益冲突在华侨教育上

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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